
《赢在高考》

今日出街。 图为

部分版面。

广东高考今日放榜， 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及家长最关心的话题

之一。 昨日上午，在广州市招考办和信息时报共同发起的“广州市

2022 年新高考志愿填报线上公益讲座”上，广东生涯规划专家、华

南农业大学教授余明讲述《基于生涯规划下的高考志愿专业选

择》，为考生和家长剖析大学专业选择与职业规划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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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明教授认为，学生考大学，是为了

通过学习和掌握一门专业的知识，将来成

就学生职业发展的平台，为社会国家做贡

献。 然而 2009 年和 2016 年的《中国社会

蓝皮书》针对大学生毕业后是否从事与本

专业相关工作的相关调查表明，2009 年仅

有 62%的学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相关的

工作，2016 年这一数据仅增长了 3%。

“2009 年教育部就已经将‘大学生职

业生涯规划’课纳入大学生的必修课。 但

2016 年，最早学习那门课的学生已经毕业

了， 为什么数据仅比 2009 年的调查提高

了 3%，这根源可能在于高考。 ”余教授认

为，高考时，一些考生选择了自己并不感

兴趣的专业。 在余明看来，假如大学期间

花了 3 年或 4 年、甚至 7 年（

包含研究生

）

读了一个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专业，未能学

以致用，这就是一种浪费。

余明认为，选专业，第一要考虑学生

的兴趣爱好， 第二要判断学生的学科能

力。 对专业有兴趣，才能在大学期间更好

地学习，有学习的自主能动性；而学科能

力则是能否支持学生学习这个专业的关

键。“比如，有些专业对数学和物理有比较

高的要求， 要求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，那

么考生本身学习数学或者物理的能力怎

么样？ 能不能支持他学这一类的专业？ 这

就是选择专业时需要考虑的。 ”

此外，选专业还要考虑学生的性格特

点。 余明举例，“有的同学性格开朗活泼，

喜欢和人打交道，那么选专业时可以选择

一些研究人的、和人打交道的专业；有一

些考生个性内敛， 那么他可以选择和数

据、机械、工具、大自然打交道的理工科、

农科的专业。 ”

信息时报讯 （记者 徐珊珊）

新高考投档， 院校专业组怎么理

解？ 这个排位能上心仪学校吗？ 高

考志愿填报怎么敲定？平行志愿如

何投档……今日，高考考生可查询

成绩， 填报志愿随之提上日程，心

中还有一堆疑问怎么办？ 别担心，

这份官方刊物《赢在高考》助你科

学填报志愿，不容错过！

由广州市招考办和信息时报

联合主编的 2022 年全国普通高等

学校志愿填报指南———《赢在高

考》今天正式出街。

把填报志愿比作“第二次高

考”一点都不为过。志愿填报合理，

相当于给高考加分。怎样填志愿不

吃亏？ 怎样梳理分析高考招生信

息？ 怎样正确评估自己的实力？

《赢在高考》 内容丰富，80 版

志愿填报指南汇集了广东省教育

考试院专家、广东省各类各批次院

校招办负责人，全盘解读平行志愿

和高考招生信息，提供科学合理的

填报技巧。

特刊还包含今年最新招生变

化、录取投档规则、专业指引、高职

榜单、填报案例等实用信息，“知分

对表选学校”展示往年在广东招生

的本科高校文理科录取情况，为广

大考生和家长即将开始的填志愿

提供方便和指导。

历年来，《赢在高考》 出街后，

因其权威实用的信息引发众多学

生和家长抢购。 今天，广州 400 余

个 报 摊 有

售， 同时特

刊将派送入

校， 考生也

可扫码入群

领 取 电 子

书， 先睹为

快。

《赢在高考》今日出街

涵盖录取投档规则、专业指引等实用信息

选对专业成就未来职业发展平台

高考填志愿怎么选对专业？ 选院校还是选专业？ 教育专家分享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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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 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减少

滑档和退档的风险？ 填报志愿时应

该注意些什么？

答：

第一，尽量要服从调剂。 第

二，要有一个“冲稳保”的梯度。普通

类考生、艺术类统考考生，一旦是冲

某个院校专业组， 如果能够出档到

这个院校专业组， 一般都是压线进

去， 高分的专业录取名额都是高分

的孩子已经占满了，如果是冲的话，

只要专业服从调剂， 且身体条件符

合要求，学校就会录取而不会退档，

录取的一般是专业组里比较低分的

专业。所以我们在冲的时候，要考虑

尽量选这个专业组里面分数比较低

的， 而自己又喜欢的专业填报。 然

后，专业要服从调剂，如果专业组超

过 6 个专业的话，尽量填满 6 个。

问： 如果某专业的投档人数超

出招生计划， 而且所有投档人的成

绩或者排位都达到录取线的话 ，那

么是全部人都会被录取， 还是末位

退档或者是滑档？

答：

平行志愿投档，如果学校要

求省招办投档人数比原本招生计划

数多，学校就要在正式投档前，把增

加的那部分计划先加进到原计划

后，省招办才会投档。所以在这种情

况下，只要自愿服从调剂，身体条件

符合要求， 学校肯定会录取不会退

档，就不存在末位退档的问题了，除

非末位的那位考生专业不服从调剂

或者身体条件不符合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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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明提醒，高考放榜后，考生要特

别留意自己的“排位”。“很多家长经常

会问我这个分能上你们学校吗？ 一般

我不会问分数，我会问什么排位，分数

会因为某一年试题的难易程度有较大

起伏。 所以高考放榜时，考生一定要记

住自己的排位， 记住你的排位比记住

你的分数更重要。 ”

余明举例，一名排在35000位的考

生，想读IT类这样的热门专业，那么他

可以优先选一些学校这一类专业是单

设专业志愿组。“单设志愿组的话，分

数够就能出档，即使专业服从调剂，自

己填报的专业如果因分数不够没被录

取， 调剂专业也是调剂到IT类专业,专

业满意度高。 如果分数不够没有出档，

也不影响后面志愿的投档。 优先考虑

IT专业单设专业组的院校专业组，去

年这些专业组最低排位在 20000 ~

50000，用冲稳保的策略进行排序。 如

果我来报的话， 假设我是35000的排

位， 我会从2万开始冲，2万到3万我会

选10个学校，这10个学校作为冲；然后

是稳，我会从3万到5万选20个学校。 那

么，最后保的时候，我会从5万到7万再

选十几个学校。 另外， 我还有一个建

议，不管是冲稳保，我们尽量要有2~3

个本省学校来压阵。 因为本省学校招

生计划数多， 历年的排位变化不会太

大。 特别到了保的阵营，尽量多几所广

东的学校来帮你保住， 给自己加一个

保险。 ”

余明还建议， 一些学校的专业有

“创新班”“卓越培训班”， 这些专业很

可能在保研名额方面有优惠。 假如考

生没有明确的专业喜好， 可以往大类

的专业去选择，“这些大专业组里涵盖

很多专业， 选择大专业组可以提高入

读学校的机会， 但记得要专业服从调

剂，否则会有被退档的风险。 ”

针对如何选对大学专业这个问

题，余明认为需要考虑“外在的环境”

和“内在的需求”两部分。

“外在的环境包括要了解国家的

战略需求， 国家现在重点发展什么行

业。 比如广州重点发展什么产业，这就

是社会的需求。 内在的需求就是我们

个人内在的特质， 就是我自己本身学

科能力是什么，我的兴趣是什么。 ”余

明表示，当考生对这些都了解后，再进

行规划，进行下一步志愿的填报。

至于“选院校还是选专业” 的问

题， 余明认为，“如果成绩在比较靠前

的位置， 接近以前高考所说的重本线

或者高优线，我建议大家尽量选学校。

因为重点大学、双一流大学、985 和 211

高校，综合实力比较强。 这类学校在人

才培养、社会资源等方面，具有普通本

科院校不能比的优势，包括保研比率、

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设置。 ”

问答环节

高考放榜，要先记住排位

选专业要考虑学生兴趣能力

选专业要考虑“外在环境”和“内在需求”

荩

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余明认

为，填报志愿既要考虑学生兴趣，

也要考虑学生的学科能力。


